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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澳 简 讯 
 

 

一年一度的学术比赛于五月初圆满结

束。此次学术比赛包括朗诵、演讲、作

文、认字、绘画等多个项目。本次比赛首

次采取老师指导，学生自愿报名的方式，

三家分校总计有近 150 人次报名参赛，有

80 余人次获奖。获奖名单详见第二页至第

四页。 

 

2008-2009 学年的新生报名及在校生的

重 新 注 册 工 作 正 在 紧 张 而 有 序 地 在

Hayward, Oakland 和 Fremont 三所分校同

时进行。请尽快将注册表交给学校，以便

学校尽早进行下学年的工作安排。在校生

家庭如果介绍新生到本校就读，可获得学

校的学费折扣优惠（必须持有学校的学费

折扣券，并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介绍新生越多，获得学费折扣越多。详情

请与学校管理处联系。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我

校正在进行教学及管理满意度调查，请各

位家长协助完成。请将填好的调查表在 5

月底前交给学校或各班老师。在此也感谢

家长一年来对孩子们中文学习的帮助和对

海澳各项工作的支持。下一学年，我们将

根据家长、老师及学生的反馈，在教学和

管理上进行调整。 
 

本学年的最后一次课为 6 月 7 日。期末

考试定于 5 月 31 日。请各位家长协助孩子

按照老师要求做好复习。下学年的开学日

期为 9月 6日。 
 

2007-2008 学年结业典礼及学术比赛发

奖仪式将于 6 月 7 日的第二节课在各分校

举行。欢迎各位家长及亲朋好友届时光

临。请别忘记带摄像机和照相机！当天的

才艺课时间不变。 
 

今年暑假期间，我校将在 Castro Valley 
开办为期四周的中文夏令营。时间为 7 月

28 日至 8 月 22 日。详情请留意学校通

知。 

 

下学年我校计划增设多门课程。

Fremont 分校将开办马立平教材实验班。同

海澳简讯 
 

 2007-2008 学术比赛圆满结束 

 2008-2009 学年新生及在校生开始注册

 我校进行教学及管理满意度调查 

 全校期末考试在五月底进行 

 本学年结业典礼 

 我校将在 Castro Valley 开办暑期中文班

 我校下学年增设多门课程 

 学校诚邀家长参与组织家长讲座 

 有关新版教材的配套 CD 
 

学术比赛获奖名单 

学习进步奖名单 
 

学术比赛获奖作文选登 

 



时，武术、舞蹈、乐理、数学、英文读写

等多门才艺课程将在各分校开办。 

  

本学年我校已经举办了两次家长讲座，

很受家长欢迎。下学年学校计划举办更多

的讲座，为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您

有兴趣组织讲座或担任主讲人，请与学校

联系。 

有关新版教材的配套 CD，学校已与南

海书店多次联系。南海负责人预计 CD 将

于今年九月出版发行。CD 出版后，学校将

尽快把 CD 补发给学生。 
 

 

责任编辑:  谢淑颖 

 

 

 

海 澳 中 文 学 校 

2008 学术比赛获奖名单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朗诵/演讲 
 

Hayward分校 

初级 1 组  马海欣  黄嘉恒   

初级 2 组  张博雅  李卓敏  潘庭欣    

中级组   米禧嘉  陈衍灏  陈家丽  

高级组   潘怡梦  陈凯文 

Oakland分校 

初级 1 组  余泽峰  刘星  冯励 

初级 2 组  周博瑞  孔晓彤  周杰 

中级组   谢嘉诚  史蔼荣  傅迟雪 

Fremont分校 

初级 2 组  杨光美  冯宇清 

中级组   李慕枫  邵冠政 

高级组   罗家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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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书法 

 
学前班   魏子聪 (O) 

一年级   王政清 (F) 杨婉愉 (H) 李卓敏(H) 

二年级   梁婉莹 (O) 王彩而 (H) 林安(H) 

三年级   王嘉娴 (H) 李美玲 (H) 胡光正 (H)  

四年级   郑博凯 (O) 邵冠政 (F) 谭健成 (H) & 陈家丽(H)   

五年级   廖楚琪 (H)   

六年级   梁家慧 (H) 陈凯文 (H) 

九年级   罗家驰 (F)  

口语班   冯静怡 (H) 庄钰洁 (H) 伍莹莹 (O) 

 

写作  
 

中级组   陈家丽 (H) 陈家豪 (H) 陈衍灏 (H) 

高级组   陈凯文 (H) 

 

认字 
 

幼儿班   黄嘉恒 (H) 黄彦慈 (O) 冯励 (O)   

学前班   吴焱(H) 关妙芝 (O) 梁子龙 (O) 

一年级   冯宇清 (F) 叶子鑫 (H) 蕾娜(F) & 刘雪咏(O) 

二年级   黄瑞龙 (H) 周杰 (O) 潘庭欣 (H) 

三年级   傅迟雪 (O) 米禧嘉(H) 史蔼荣 (O) 

四年级   邵冠政 (F) 李小婷(H) 林聪锐 (F) 

五年级   李若兰(H) 

六年级   徐婷婷 (H) 徐晶晶 (H)  

九年级   罗家驰 (F) 陈中豪 (F) 

口语班   冯静怡 (H) 庄钰洁 (H) 孔晓彤 (O) 

 

 

 

注： 括号内的字母代表分校。H - Hayward, O – Oakland, F – Fr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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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第二 第三

基础绘画  朱展欣  邓乐瑶  唐嘉颍 & 杨婉愉   

 
 

Hayward分校

海 澳 中 文 学 校 

2008 才艺比赛获奖名单 
 
 

第一 名 名 

 

中级绘画(水彩)  林安  张佩盈  张佩雯 

珠心算    陈荛琳  李耀贤  傅迟雪 

2007-2008 学年学习进步奖 
 

谢旻湛 

班 

二年级 B 班 陈乐儿 五年级  汪东仪 

Oak

幼儿班  

学前班  陈佩之  

一年级  胡家宜 

二年级 A 许嘉骏 

三年级 A 班 朱展欣 

三年级 B 班 黄依丽 

四年级  梁家伟 

六年级  伊俊文 

口语班  黄哲 旻 

land分校 

幼儿班  林静 

 

二年级  邓智辉 

 

口语班  张家饴 

 
Fremont分校

学前班  张越 

一年级  黎美佩

三年级  杨学晴 

四年级   倪澄澄 

 

黄耀权 四年级  刘婷 九年级  王洁妮 

 

 

 

 

一年级  

 

  



 
Hayward 分校 三年级    陈衍灏 

 

       最令我感动的事, 发生在今年的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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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为了让姐姐和

我可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 爸爸、妈妈开车带我和弟弟驶向美丽

的圣地亚哥。 

        我们在世界海洋馆里,看到了大鲨鱼,蓝鲸,海象,海豚和海狮,还

有许许多多的海洋生物。它们是我第一次见面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会做精彩的表演, 令我看了很感

动。最精彩的是蓝鲸表演。它的身躯很大, 游起来却很灵活, 能娇健地从水中一跃而起, 在高空优美

地转身落下。蓝鲸还能做出许多有趣的动作。最让我感到好玩的是, 它黑白色的皮肤, 就好像穿上了

黑衣服白裤子一样, 而且它还会用尾巴不停地用力拍打, 故意把水泼向在座的观众。 

获 奖 作 文 选  

登

      这一天令我很感动, 很难忘记。感谢爸爸、妈妈带我去了这么好的地方! 
 

***************************************************************** 
 

Hayward 分校 四年级    陈家丽 
         

        我的妈妈是我心

中最重要的人，因为她十

分爱我和弟弟。妈妈会常

常吻我和弟弟，我知道我

们是她的最爱。妈妈是最

令我感动的人！ 

        五年前，妈妈还

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其实，妈妈从五岁开始

就学游泳了，但学到三十多岁还学不会——因

为妈妈真是很怕水啊！ 

        我和弟弟从小就爱在游泳池玩水。即

使在不会游泳以前，我们已经常常去水很深的

地方玩水了——因为我们是不怕水的小孩子

啊！ 

        五年前的五月，我已经七岁了，弟弟

也快六岁了。妈妈希望我们在这年的暑假学会

游泳。妈妈怕我们学会游泳后自己会去更深的

地方玩水，那样危险更大！于是，妈妈每天去

游泳池学游泳两小时。妈妈慢慢地一步一步地

学习。一个月以后，妈妈终于学会了游泳，妈

妈非常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因为妈妈的成

功，七月时，我和弟弟也很快学会游泳了。 

        妈妈是怕我们会被淹死才学会游泳

的。妈妈说：“母爱是她学游泳的推动力”。

我不明白什么是“推动力”，但我明白什么是

“母爱”！ 

         我真高兴有这么爱我们的妈妈——

妈妈是最令我感动的人！ 

 

Hayward 分校 四年级    陈家豪 
 

要是你问我“谁是最令我感动的人”，我

会不多想地马上回答你：她是我的好朋友—妈

妈—我叫她“在妈妈世界里最好的妈妈”。 

我的妈妈来自香港。妈妈告诉我她读书的

时候是没有机会学普通话。但是，妈妈深知用

普通话去学中文是很重要

妈妈

以学好中文，她从

我们读中文幼儿班开始

就每个星期都到教室里

去听课。有时候，妈妈

有些中文字不明白，她

会去请教老师或她的朋友。妈妈还常常和我们

一起背课文。 



每天妈妈也会用她不太标准的中文发音对

我们说话，因为妈妈希望我们有更多练习中文

听力的机会。 

我知道妈妈学中文真的很辛苦。但是，妈

妈爱我们，所以她不怕困难，也不怕花时间，

全心全意地帮我们练习中文。 

       妈妈非常爱我们。妈妈是最令我感动

的人！我一定要像妈妈一样认真地学好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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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第一个女孩大声地喊：

       几个礼拜前，我们学校请了一位曾经当过残疾人

教练的演讲家来给我们讲一些做人的故事。他讲的故事

都是真实的。他的名字叫 Michael Pritchard。我下面

写的就是他讲的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

感动。 

Michael Pritchard 是一位田径教练。他训练的

都是青少年智力有障碍的女孩。他愿意做弱智孩子的教练，因为他觉得她们都与众不同。 

 

最让我感动的故事

Hayward 分校 六年级    陈凯文 

Michael Pritchard 做残疾人教练时，有一次，田径队参加一个比赛。有一个项目是100米。

队上有一名女孩参加这项比赛。“预备， 开始！”大家一下子冲出起跑线，用力向前跑。Mr. 

Pritchard 训练的女孩儿跑在最前面。可是，她快到终点线时就停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为什么她会停下来呢？教练很着急。他在场边大声地喊：“快点儿跑，你快要到终点了！”女孩儿

听到了，可是她没有继续跑。第二个人跑过来了，也停了下来。她们手拉着手。第三个人跑过来

了，也停了下来。三个女孩儿手拉着手。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第六个人都一个一个地跑过来，跟

等在那儿的人拉起手，一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一块儿手拉手走过终点

“你看！我们都可以赢！” 

我从这个故事学到了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你从任何一个人那

里都可以学到东西，包括这些残疾人。她们在比赛场上是对手，可是

最后变成了朋友。她们在比赛里都胜利了，也可以互相帮助克服生活

中的困难。如果她们残疾人都可以这样想，我们就更应该了。 
 

**********************************************
******************* 

 Hayward 分校    Oakland 分校    Fremont 分校 
 

 

 

                                      
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Haiao Chinese Academy 
 P.O.Box 1796 

Union City, CA 94587 

联系电话 Tel : 
 (510) 589 - 0156      

(510) 498 - 1118    
传真 Fax :  

 
       (510) 498 - 8778  

 
电子信箱 Email： 

haiaohayward@yahoo.com 
网址 Website:   

www.haiao.org

 

http://www.haiao.org/

